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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9                           证券简称：安达维尔                           公告编号：2018-053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告无异议，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安达维尔 股票代码 3007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乔少杰 杜筱晨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杜杨北街 19 号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杜杨北街 19 号 

电话 010-89401156 010-8940115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andawell.com securities@andawell.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4,860,158.78 120,279,599.23 2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69,550.48 -8,219,88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605,092.98 -9,837,6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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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400,490.04 -127,127,04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4 -0.06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4 -0.0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1.40% 1.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01,839,929.71 1,113,305,230.66 -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9,476,704.15 961,772,804.63 -7.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3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子安 境内自然人 35.45% 89,817,478 89,817,478   

常都喜 境内自然人 15.02% 38,067,830 38,067,830 质押 14,790,000 

北京安达维尔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4% 25,190,994 25,190,994   

雷录年 境内自然人 3.45% 8,743,146 8,743,146   

刘浩东 境内自然人 3.45% 8,743,146 8,743,146   

乔少杰 境内自然人 2.59% 6,557,406 6,557,406   

刘军 境内自然人 1.78% 4,500,000 4,500,000   

李小会 境内自然人 0.92% 2,340,000 2,340,000   

孙艳玲 境内自然人 0.71% 1,800,000 1,800,000   

梅志光 境内自然人 0.53% 1,350,000 1,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安达维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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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是公司发展新起点的一年，公司迈入了上市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2019-2021年未来三年

战略规划，对未来重新明确了企业的发展定位及目标，以“战略驱动、文化护航、需求牵引、技术领先应用”的发展思想和理

念为指导，以立足成为卓越企业为长远目标，基于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持续建立和保持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形成良好的运行

模式。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工作 

（1）军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机载设备多项业务取得突破性增长：公司各机型配套座椅稳定增长，多军种老旧飞机座椅换装扩大订货，

成功实施某重要客户VIP座椅翻新业务；成功中标某军方多机型防弹装甲重大项目，并加紧实施；多机型的内饰业务已进入

试装和批量生产阶段，较好地扩大了公司业务范围；配套的航空盥洗室和厨房系统按计划实施，同时，中标某机型移动盥洗

室批量换装项目；研制的某军方航空实兵交战系统成功参加某重要军事演习和展示，有望后期批量订货；直升机近地告警系

统样机研制成功，已开始试飞验证；成功中标某军方的靶标及服务采购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测试设备多项业务取得较大进展：直升机伴随保障系统通过技术鉴定，待项目定型后，有望多军种批量

配套；成功中标某重要机型原位检测设备批量配套项目，在测控领域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功中标和确定多种新机

型四随设备项目，拓展了新市场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军品维修业务发展迅速，继上年度在军方客户质量系统对第三方维修单位的综合评审中取得第一的优异

成绩后，凭借高质量的产品及优质的维修服务，在某军方航空部附件维修项目公开招投标中成功中标一系列维修能力项目，

同时积极拓展其它军种的维修能力，为公司后续业务持续增长提供稳定助力。 

报告期内，公司的信息技术业务进行了全面拓展，通过技术团队的搭建完善及市场销售的加大投入，业务范围目前已涉

及部队软件系统开发、维修管理信息系统、航材共享服务平台、精益管理系统、航空维修领域的AR/VR技术应用等，客户

群已拓展至部队、民航商业航空、通用航空领域以及相关的研究院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集保障、咨询、服务、建设于一体

的综合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2）民品业务 

报告期内，在民航维修及制造领域，因公司业务规模扩展需要、现有厂房已不能满足需求，公司根据长远战略规划，完

成民航电子维修、机械维修、民用航空技术等公司民航业务单位的新厂房搬迁，为今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报告期内，民航

维修单位相继通过民航局、FAA及EASA的年度审查；机械公司扩大了机轮刹车、复合材料等的修理业务；通航业务方面自

主研制的ZYJ-6型机载制氧机顺利通过通航飞行测试，同时顺利完成了“运12 IV型”飞机和“空中国王350”飞机人工影响天气

系统的改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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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486.02万元人民币，同比增加28.75%。其中，机载设备研制业务实现销售收入8,323.21

万元，同比增加81.43%；机载设备维修业务实现销售收入5,279.23万元，同比减少6.31%；测控设备研制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833.18万元，同比减少32.39%。具体原因分析： 

（1）机载设备研制业务增幅较大，主要由于公司机电产品上半年订单增加以及航空座椅产品保持了业务的平稳增长； 

（2）机载设备维修业务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民航维修业务外部竞争加剧以及军品维修业务收入暂未确认所致； 

（3）测控设备研制销售收入的同比减少，主要由于部分销售收入暂时未确认。 

3、利润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83.16万元，较去年同期营业利润-864万元同比增加680.82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入同

比增长、财务费用同比减少以及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4、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2,006.43万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49.71%。后续，公司将持续加大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依

托现有技术管理体系，借助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新技术、新项目和新产品的不断研发和积累，建立核心竞争优势并推动未

来企业的持续增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子安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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